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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新港码头装卸区，
大型龙门吊在装卸货物。近年
来，我市积极推动内河航运发
展，依托淮安港的港、航、货一
体化优势，服务本地及周边企
业外贸进出口，并为内河各城
市提供运输及中转服务，畅通
航运“双循环”，助力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

■融媒体记者 王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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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淮阴区：以更大作为争创
“全国百强区、全国百强高新区”

■本报采访组

11月 6日下午，在美丽的黄浦江
畔，2022淮安（上海）台资产业合作对
接会举行。作为参会嘉宾、在淮多个跨
界项目的投资人，台湾工业总会监事会
召集人、工信集团总裁潘俊荣在距离航
班起飞只有不到3个小时的情况下，仍

匆匆赶来。他说，只因为感受到“淮安
的好、淮安的热情和淮安对招商的渴
望”，所以专程来向更多的台湾企业家
朋友推介淮安。也正因此，他把这场对
接会视为恳亲会——既是上海及周边
地区逾40位台湾企业家之间的恳亲
会，也是台湾企业家们与待台商如亲人
的淮安人之间的恳亲会。

在潘俊荣看来，淮安的好，在于体

系完备的交通枢纽、荟萃富集的创新资
源、广阔坚实的平台载体、清新自然的
生态环境；在于厚实的产业基础和迅速
崛起的绿色食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型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在于
对投资者提出的合情合理合法要求
100%满足的同时，更提供一份贴心的
服务和惊喜，真正让来淮投资创业的企
业家朋友感到“吾心安处是淮安”。潘
俊荣认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
运河文化带、淮河生态经济带等国家战
略在淮安交汇叠加，给淮安带来了绝佳

的发展机遇，也为企业家投资发展创造
了最好的条件。

“期待更多企业家朋友亲身去体验
淮安的好。”潘俊荣邀请在座嘉宾到淮安
参加即将举办的台商论坛。他说，多次
到淮安参加台商论坛，看到这个活动一
年比一年办得好，淮安一年比一年发展
得好，淮安的领导和党政团队从上到下
以“101%服务”对待客商的真心和决心
一年比一年坚定。“希望大家有机会走进
淮安，亲身体验淮安的美、看到淮安的发
展空间、找到双方合作的方向。”他说。

■融媒体记者 杨 尚

本报讯 11月22日晚，市委市政
府召开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视频调度会，
进一步分析研判全市疫情防控形势，对
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要求，全面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
和二十条优化措施，筑牢“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的防线，头脑冷静清晰，工作落
细落实，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干净彻底扑
灭疫情。市委书记陈之常主持会议。
市领导史志军、赵正兰、李森、顾坤、徐

子佳、赵立宏、韦峰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市突发疫情处置

正处于关键攻坚阶段，要保持应急指挥
体系集中高效运行和昂扬战斗力，各县
区、园区要压紧压实“四方责任”，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落细落实常态化防控
措施，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全面摸排重
点区域人员，开展详尽彻底的排查流
调，科学划定管控区范围，筑牢徐溜镇
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把风险牢牢控制
在管控区范围内，坚决防止风险外溢，
尽快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要合理布
局检测点位，加强人员力量配备，核酸

检测现场安全规范，提升核酸检测质
效，做到底数清、不漏检、全覆盖。要高
度重视学校、酒店特别是医院等重点场
所防控，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切实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加强集中隔离点和
隔离运转过程的管理，扎实做好人员管
理、消毒消杀、医疗废弃物处置、生活垃
圾处理等闭环管理工作，确保各环节不
出纰漏；加强对居家隔离和居家医学观
察的管理，将责任压实到具体人员，确
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疫情防控，
防是前提和基础，防得住才是硬道理。
当前我市“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要
把“外防输入”作为重中之重，结合公安

大数据推送等，加强重点地区来淮人
员、车辆以及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的规
范管理，全面落细落实“落地检”“三天
三检”等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进一步
健全疫情多渠道监测预警和多点触发
机制，提高早期监测的时效性，切实把
好“入口关”；同时，加强对“社区、酒店”
等“落脚点”管理，织密织牢“外防输入”
坚固防线。要强化对“来淮返淮”人员
的服务管理，让工作机制、流程更加科
学完善，提升全市防控工作整体水平。
要更有针对性地做好疫情期间特殊群
体医疗救治和群众生产生活、民生服务
等工作。

■融媒体记者 孔 雪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
不少高校毕业生以志愿服务的方式积
极参与乡村振兴，把奋斗与奉献写在新
的赶考之路上，为乡村建设增添青春动
力。青年党员、清江浦团区委青年发展
部负责人邢传乾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邢传乾从江苏食品药品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
要的地方去”号召，成为一名乡村振兴
计划志愿者。服务到期后，他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续签。在他看来，开展志
愿服务是一种社会担当，更充满了爱
与奉献。

“同学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健
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在一次志愿
服务中，邢传乾面对着一双双懵懂的

眼睛慷慨激昂地说。围坐在桌边的娃
娃们一下记住了这个陌生又亲切的大
哥哥。5年来，邢传乾先后组织过集
体生日会、小青淮公益夏令营等近百
场公益活动，在所有参加活动的孩子
中，最让他牵挂的是小梦（化名）。

小梦的妈妈是一名聋哑人，爸爸
正在服刑，在最天真烂漫、最无忧无虑
的年华，她不得不面对生活的困苦，这
让她非常敏感和脆弱。“别的孩子拿到
新文具、新书本都很高兴，只有小梦面
无表情，参与度极低。”邢传乾说，他当
时就暗下决心，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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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工业总会监事会召集人、工信集团总裁潘俊荣：

吾心安处是淮安

市委市政府召开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视频调度会

■融媒体记者 张 祥 左文东
通 讯 员 蒋佳佳 刘须连

李能白

宏图伟业催人进，扬帆起航正当
时。连日来，淮阴区各园区平台、各部
门、各镇（街道）通过多平台多渠道采
取多种方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并将其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深刻领
会，全面贯彻、学用结合，真正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推动城乡园融合发展的生
动实践，加快高质量跨越发展和“全国
百强区、全国百强高新区”创建步伐。

深学细悟 聚焦基层一
线践行初心使命

“聚焦笃信笃行，促进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实；聚焦体察民情，促进机关干
部作风转变；聚焦民生改善，促进党群

干群关系融洽；聚焦风险化解，促进社
会治理效能提升……”近日，淮阴区启
动机关党员干部进基层“四聚四促”活
动，在全区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热潮。

“四聚四促”活动启动后，淮阴区
各部门、各镇（街道）闻令而动，组织各
级党员干部到基层一线去、到企业现
场去、到群众家中去，了解掌握群众诉
求和企业需求。渔沟镇充分发挥商会
作用，组织镇村两级干部走进辖区内
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与企业员工
一同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长江路街
道利用政治学习会以及微信群、公众
号、抖音号等平台载体，线上线下齐发
力，提升辖区干群参与学习的积极
性。淮阴公安分局组织青年民警开展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主题宣传进社
区活动，增进警民感情，激发干事热
情。

（下转A2版）

■融媒体记者 蔡雨萌

一望无垠的虾稻田里，泥土地作
讲台，养殖户是学习者……近日，在盱
眙县马坝旧街“虾稻共生”基地，盱眙
县龙虾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晓鹏
站在稻田边，向养殖户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
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王晓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
的实例，认真向养殖户传达党的二十
大精神，详细解答养殖户在“虾稻共
生”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疑惑。

摸清基层真实需求的宣讲，才能

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在宣讲的同
时，解决养殖户的疑惑、回应养殖户的
期盼，才能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讲到他
们的心坎上。”王晓鹏介绍，龙虾养殖
季节性很强，秋天育苗，冬天保苗。最
近，稻田里的水稻刚收割完，主要是回
答养殖户关于秋冬季小龙虾育苗的知
识，提醒他们加强水质调控、注意保温
保苗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盱眙县龙虾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
全力加快马坝旧街“虾稻共生”标准化
示范基地的建设，通过绿色转型赋能
乡村振兴，走稳、走实盱眙龙虾产业

“二次创业”之路。
据悉，马坝旧街“虾稻共生”标准

化示范基地以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全
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为目标，

（下转A2版）

走进虾稻田 宣讲“好声音”

邢传乾：赴乡村展青春风采

“伟人故里·热血青春”系列报道之五

■通 讯 员 王守军 耿 泽
融媒体记者 刘 权

本报讯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
我市“十四五”期间规划发展的千亿级主
导产业。近日，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
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集聚规上工
业企业154户，今年1—10月累计实现
开票销售335亿元，同比增长12%。

科学谋划引领产业提档升级。以
市第八次党代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主导产业的战略部署为指引，市工信局
制定出台《淮安市“十四五”工业经济发
展规划》《“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行动方案》，立足已有产业基础，规划
重点发展印制电路板、基础电子元器
件、半导体等细分领域。目前，全市已
形成年产电路板1000万平方米、手机
接插件3亿件、电容电感电阻等基础元

器件18亿只、LED外延片及芯片1800
万片的生产能力，并且电路板产品逐渐
由单双面板向高密度板、柔性电路板、
SLP类载板和 IC载板等高端产品转
换，半导体产业链也从封测向上延伸至

中游晶圆制造环节，产业链价值链创新
链不断延伸。

政策引导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为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高质
量发展，市工信局大力实施规模企业培

育、“智改数转”等重点工程，设立财政
引导资金撬动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助力
企业实现规模跨越提升、产品迭代升
级。近3年来，省市专项资金累计奖补
庆鼎精密电子、富誉电子、澳洋顺昌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近亿元。在政策
激励下，庆鼎精密电子2021年开票销
售突破100亿元，预计今年将达120亿
元，产业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南瑞淮
胜、尚研电子、顺海科技等企业实现成
倍增长，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

优化载体助力项目签约落地。淮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江苏省电子信息
产业基地，涟水电子信息产业园是省商
务厅、省生态环境厅批准的以PCB上
下游产业为主的省级特色产业园。依
托优良载体，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项目加速突破成势。10月末，全市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建项目57个，计
划总投资472亿元，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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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至10月累计实现开票销售335亿元

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